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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任意多面体重力异常正演公式常用于解决复杂几何形态地质体的正演问题。本文以均匀 

物性多面体重力异常正演公式为基础，应用有限元技术中的网格离散化思想，以任意四面体为 

基本单元，通过并行计算技术在 MPICH环境下实现了任意连续空间物性分布复杂异常体网格 

模型的重力异常正演模拟，通过并行处理可以有效加速正演计算速度。本文研究结果对于联合 

重力异常场正演建模和开展复杂模型网格的重力场计算有一定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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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正演连续物性分布的任意形状复杂地质体重力异常是位场研究中重要工作之一l ]。 

在位场交互式可视化反演研究中，主要应用任意多面体去模拟单一或多个独立的复杂地质 

体形态进行正演计算。但如果要处理连续介质的物性分布的正演模拟，常借助网格离散化 

技术，用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网格来模拟地质体形状，通过网格节点和材料性质表示每个单 

元的物性特征，这种预处理技术常用于大规模有限元数值模拟计算等 。对于处理这种大 

规模节点网格的离散形体的重力异常正演计算问题，需要大量的积分运算，如果用单一处 

理器计算耗时较长。因此 ，考虑应用高性能计算技术提高运行效率，而近年来国内外关于 

高性能计算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并行计算上[ ，即将多个 同构或异构的处理机通过互 

联网连接在一起形成并行计算机。 

应用并行计算的主要 目的是为了突破单一计算机的速度瓶颈和可获得更大的内存空 

间。在并行计算的实现方式上，消息传递技术是主流模式之一。lO多年来 ，这种模式在重 

要的计算应用中已取得 了实质进 步。最近发展起来 的几个 系统 (如 MPI、PVM、P4、Ex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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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和 Linda)表明，它们都能够有效地和可移植地实现一个消息传递系统。在这些系统 

当中，MPI(Message Passing Intereface)和 PVM(Parallel Virtual Machine)这两个消息传 

递系统由于其健壮的移植性和友好的用户接口，逐渐被广大科学工作者所接受。MPI是消 

息传递界面(Message Passing Interface)的简称，是 目前消息传递并行程序设计的标准之 
一

。 MPI正成为并行程序设计事实上的工业标准。MPI的实现包括 MPICH、I AM、IBM 

MPI 等多个版本，现在最常用和稳定的是 MPICH。 

本文研究成果在中国科学 院计算地球动力学重点实验室 64节点 PC Cluster的 

MPICH环境下实现了海量复杂网格的并行正演计算。计算结果表明，通过 MPI的并行化 

处理，可以获得理想的加速比，大大提高计算机处理能力和速度。本文给出了四面体单元 

重力异常的计算原理和并行计算流程以及基于 MPICH 环境 的具体程序设计 ；构建 了一个 

复杂地质模型，进行四面体剖分，并对计算效率，并行加速比等指标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提升大规模复杂物性结构异常体的正演计算效率，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 。 

1 方法原理 

对于多面体重力 位场异 常的计算公 式，前人 都给 出过研究 结果 。其 中， 

Pohfinka[1 的表达方式较为简洁，并且十分容易实现数值计算程序设计。因此，本文采用 

该算法以四面体为基本单元实现在并行环境下的正演计算过程。 

通常，对于一个均匀密度体的重力异常矢量表达式可以写成 

g。(r)一一 一一 JI『 f 11＼／dU ( ) dZ 。j dz＼r——l 
式中，G表示万有引力常数；p表示密度；U表示矢量，．方向的重力位。由式(1)可看出，空 

间域重力异常计算需要通过三重体积分完成 。 

使用高斯公式可以将式(1)转化为面积分形式，即 

r)一一 cOs( (寿 )dS (2) 
式中，S表示三维多面体的表面 ；n为面元 

dS的外法线方 向单位矢量； 为 Z方 向的 

单位矢量 (Z向下 为正)。如果 以简化的 四 

面体表示 ，如图 1所示。 

图 1中四面体由四个三角形平面围成， 

则重力异常 g (，．)可以写成 四个三角形面积 

分求和的形式 ，即 

g (r)一 

K 

一  

(n， )jJ( ](3)／ —I L 一一、 一 
式中，J一1，2，⋯，K，K为整个多面体的 

面数 ，这里 K一4。 

上述面积分，应用高斯公式还可以进 

D 

图 1 四面体单元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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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步简化成沿每个面上三角形每条边上的线积分形式 。按此思路 ，很多人都推导过重力异 

常表达式，Pohankal_l 的常密度和线性变化密度的重力异常表达式 ，其推导结果相对简洁 ， 

容易数值实现。Pohanka给出的计算公式可以写成 

g (r)一一 ∑ ∑ “ (r)， (r)， (r)，z (，一)] (4) 

式中， 函数的表达，将在式(5)中具体表示。 

多面体的总面数为 K(本文 K一4)，k代表指定的面 ，其中 1≤是≤K；L(是)代第 忌个面 

上的总边数 ，等于顶点数 ，本文中 L(志)一3，z代表第 忌个面上的指定顶点 ，其中 1≤z≤L 

(是)；顶点的半径矢量用 表示，其中n 姒⋯ 一Ⅱ 。第 ￡条边可以由其起点矢量口⋯和 

终点矢量 a + 来定义。本文为了结合有 限元网格剖分方法 ，由于 四面体可以对任意复杂 

的形体进行剖分和逼近，因此计算只以四面体为例进行设计，设总顶点数为 4，总面数 K 

一4，每个面的边数 L一3。计算指定矢量点 r的重力异常g (r)，步骤如下 ，其 中G代表万 

有引力常数，p代表多面体的密度。 

g (r，￡)一～ ∑∑ ( ， ，叫， ，e) (5) 

式中，“， ( 一“+ ，d>0)；训，z(z≥0)，可 以由以下步骤求得 。 

第一步： 一 +￡ 

第二步：W。一 + 。，W 一 + ， 

第三步：U 一、／／“。+w ，V 一、／／ +V 

第四步 ：TE===U + 

第五步 ． z g ig ：L~=sig 

ign㈨ ≠ sig )_L 1 ln 

2wd 
一 一 “ an 

第六步 ：≯(M， ， ， ，￡)一叫L +2zA 

为了数值稳定性需要 ，避免 出现如被零除的问题 ，计算重力异常 g (r)时，需要选择一 

个具体小量 e，计算误差可以根据式(6)，估计选择合适的小量 e。 

1 g (r，e)一g (r)1≤5G 1 f0 I￡∑L(是) (6) 

综上所述，根据多面体重力位场正演计算公式可以得到简化的四面体重力异常计算方 

法。通过对式(5)实现数值程序设计，可以实现对任意四个顶点组成的四面体单元在空间 

某一点的重力异常值计算。因此，只要给出模型几何单元剖分结果和每个单元的密度值及 

要计算点的观测坐标参数，即可以进行数值计算。不同模型单元对观测点的作用满足叠加 

原理，在并行程序设计上不用过多考虑计算过程中的进程问通信 ，只需要每个进程计算结 

束后提交一次计算结果，最后叠加即可以得到某个观测点的异常计算值。 

2 基于 MPICH环境的程序并行化实现 

本文使用的基于四面体单元的复杂形体正演方法，是一种基于空间域积分来完成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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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计算的方法。其优点是每个单元的计算流程简单，并行化后进程问通信量少，但是当网 

格单元较多时，由于需要做多次空间积分计算，因此计算量迅速增加，在速度上相对于位 

场异常计算的频率域算法没有优势 。因此 ，本文给出并行化计算思路和解决方法 。 

本文中对于重力位场正演的并行化处理分为两种情况进行考虑 ：① 模型单元 的分区 

并行；② 计算测点异常的分区并行。综合考虑并行环境的优缺点和并行程序实现的通用 

性 ，本文采用 Fortran语言在 MPICH并行环境下实现 了第一种基于模型单元分 区的并行 

化程序设计，第二种并行方案实现原理与第一种类似，因此本文不敖述。 

MPICH是一种成熟 的 MPI实现环境 ，支持 Fortran和 C两种语言进行并行程 序设 

计。本节所要解决的重力位场正演问题 ，对 于复杂地质模型，需要计算 的模型单元数量较 

大，对于单机串行程序，无论从计算时间和内存开销上都很难满足需求。因此，需要将正 

演 串行计算程序实现并行化处理 。 

首先，由于正演计算测网节点上的重力异常具有可叠加性，可以将正演模型单元进行 

分区，如图2所示。图中不同单元分区后，可以将计算任务分配到多个并行计算节点完成， 

均衡分配计算任务到各个节点就可以减少进程间的等待时间，从而获得好的计算效率。对 

于并行程序 的设计思路与通常的串行程序不同，主要是需要考虑不同进程 问的相互通信问 

颢 

·正演模型 ； 

!单元分区 i 
i Block1 

演模型单元体分区 

正演模型 止演模型 

单元分区 单元分区 
I } Block2 I Block3 

} 

j正演模型 正演模 
】单元分区 ⋯ ⋯ 单元分 
I Block4 Block 

图 2 模型单元分区示意 

对于本文的并行实现方式，其中各进程问的关系如图 3所示。具体的流程是首先由主 

进程(Master)计算第一块模型单元在测网节点上产生的重力异常 ，子进程 (Slave)分别计 

算各个子块模型单元的重力异常。其次，由主进程开始发送第一块模型单元(Block1)产生 

的重力异常至子进程 ，子进程在收到异常数据后，将 自己计算 的模型单元产生的重力异常 

进行叠加 ，再发送至下一个进程 。最后 ，该循环完成 回到主进程 ，主进程负责最后程序 的 

数据输出等任务，完成整个并行计算过程。详细的程序设计流程如图 3所示。 

在标准的 MPICH 环境下，要实现并行程序首先要根据图 3所示的进程间计算关系 ， 

改写原有的串行计算程序。对于实现并行计算和进程间通信，需要用到一些标准函数方 

法 ，图 4给出完整 的计算流程和相关 的 MPICH设计流程。实验表明并行程序设计首先要 

考虑的是效率问题即并行加速比，而提高加速比的关键，在于减少进程间的通信或等待， 

减少节点间的数据交换。由于位场问题 的计算满足叠加原理 ，在正演计算中不 同模型单元 

产生的异常值只需简单叠加即可得到最终正演结果，因此十分有利于提高串行程序并行化 

后 的加速比。 

1 ● ● ●  

一  

型 区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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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MPI并行实现进程关 系示意 

3 数值模型计算 

3．1 复杂地质体模型设计 

本文针对复杂异常体 重力异常 的正演 

问题 ，设计了一个理论地质模型。为了便于 

分析讨论，模型在走向方向上几何形体和物 

性相同，模型的物性变化只在截 面上变化。 

整个模型分为 11部分，截面形体如图 5(a) 

所示，每个部分采用颜色深浅标记单元材料 

物性差异。 

其中，每个部分可以代表不同的地质含 

义，因此可以选取了不同的剩余密度值 ，具 

体见表 1。模型设计好后 ，采用了有限元预 

处理软件进行了四面体单元的剖分，获得了 

各个节点的坐标 、编号和材料参数 。该模 型 

节点数为 10 241，单元数为 50 882，边数 为 

64 333，采用四面体单元的三维模型剖分结 

果如图 5(b)所示 。 

对图5所示的复杂地质模型，应用本文 

第一部分的计算公式，分别应用并行和串行 

程序进行了正演计算。模型重力异常曲线如 

图 6所示。该模型正演的异常主要特征表现 

分区 

' 

主节点进程计t算叠加后最终正演结果、输出 
Get Forward Gravity Values and Output 

MPI FINALIZE 

图 4 MPICH并行程序设计流程 

，  、  

一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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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并行加速 比与效率分析 

评价并行化方案的优缺点通常可以根据并行加速比和并行效率来说明。并行程序在某 

个并行系统的加速比 S 可定义为 

Sp= T ／ (7) 

效率 E 定义为 

Ep— Sp／p (8) 

式中， 为某个串行应用程序在某台并行机单处理器上的执行时问；T 为程序并行化后， 

P个进程在 P个处理器并行执行所需要的时间。加速 比和效率是衡量一个并行程序性能的 

最基本 的评价方法 。 

图7是针对本节计算实例进行的并行效率分析结果。图7(a)为使用 1至 l6个计算节 

点的计算时间，在一个计算节点时正演该模型一次需要 90．285 S，而在使用 16个节点计算 

时，并行计算时间为 5．715 S；图7(b)为按式 7计算的并行加速比。从图中可以看出，如前 

所述，复杂大规模的重力正演问题非常适合并行程序实现，具有较高的并行加速比；图 7 

(c)为按式(8)计算的并行效率，由图可见效率基本在 0．98～1之间，可见并行后效率较高。 

因此，可以得出本文采用的复杂模型重力位场并行计算方案可以有效提高计算效率，进程 

间通讯少 ，获得的并行加速比高，适合开展大规模并行计算 。 

100 

80 

6O 

星 

莒 40 

2O 

O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2 4 6 8 10 12 14 16 0 2 4 6 8 】0 l2 l4 l6 

节点数 节点数 节点数 

图 7 复杂地质体模型在 MPICH环境下的并行效率分析 

(a)并行节点数与计算时间关系曲线；(b)并行节点数与加速比关系曲线；(c)并行节点数与效率关系曲线 

4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多面体位场异常正演计算方法简化为四面体形式，结合有限元模型前处理剖分 

技术，实现了对复杂地质体模型的正演计算流程。为了解决在空间域模型单元计算速度问 

题，设计了一种并行计算流程，并且在 MPICH环境下给出了并行计算实现步骤。通过一 

个复杂地质体模型设计和计算，在一个 16节点的并行环境下获得了比较好的并行加速比。 

通过本文的研究，得到的主要结论如下 ： 

(1)四面体模型可以作为一种通用的网格单元，无限逼近任意复杂的地质体模型。结 

合现代有限元软件的网格剖分技术可以获得高质量的网格模型。 

(2)复杂地质体的网格模型在空间域实现正演计算需要进行大量的运算，根据重力位 

场异常的叠加原理，可以应用并行计算技术，实现理想并行加速比的并行化处理。本文基 

于 MPICH环境的并行实验结果表明，大规模网格单元复杂重力异常体正演适合采用并行 

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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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文实现的模型单元分区并行，具有节点问进程通信较少，获得的并行加速比高 

的特点。 

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应用到复杂地质体模型重力位场异常正演计算问题之中。另外， 

由于可以通过任意三角网单元剖分逼近实际地形起伏 ，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也可应用于高 

精度重力地形校正计算和较复杂地壳模型重力异常的正演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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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Forward Simulation of Gravity Anomaly for 

Complex Bodies Based on M PICH 

CHEN Shi ，ZHANG Jian 

(1．Institute of Geophysics，CEA，Beijing 100081，China；2．University of CAS，Beijing 100049，China) 

Abstract：The forward formula of gravity anomaly for arbitrary polyhedron have been 

widely used to forward simulate complex geometrical geologic bodies． In this paper，we 

modeled the gravity anomaly of any complex continuous spatial bodies through parallel 

simulation in M PICH environment．Taking the tetrahedron as a unit，which is called the 

ce11 diseretization in finite element method，we calculated the anomaly based on the for— 

ward formula of uniform polyhedron．The computing time of forward simulation has been 

reduced by the parallel procedure in our study． 

Key words： Forward simulation of gravity anomaly；Complex body；Parallel computing； 

MPICH 


